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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以看見他們一生所得永遠的冠冕是何等豐盛榮耀！相反地：另外有種人，一
生只為著多得財物、名利、成功、快樂、健康、長壽而奔跑，有些則不但不
能得著所追求的，一生都在「不安、懼怕、著急、埋怨、爭鬪、後悔」中；
有些人則雖然得著所求的，但是當其離世時，會看到「他的一生是沒有方向

旅行之前，最要緊的，是先要定目的地、旅行目的和旅程的了。得了目
的地和旅程之後，才能在旅行期間裏所遇的每樣事情上得著正確的意義。人
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個旅行了，也是段相當短暫的旅程了，正如詩篇九十篇
十節所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轉眼成空，

的，未曾預備死後的時光」，他「捨不得在地上積攢的一切」的樣子而死，
送他的家人、親友是何等悲傷絕望。他們的後裔，都將同樣重覆祖先所走過
充滿混沌矛盾的人生，他們留下的遺産，不能成為後裔的福份，甚至成為後
裔之間的紛爭，那光景令人何等難過！

我們便如飛而去。」一生的目的地，就是我們本生命「靈魂」的家鄉「天國」；
旅程的目的，就是「在基督裏重生、成聖、得基業，也將這奧秘傳給將來的
時代」。得到這終極目標之同時，其所擁有的條件、關係和所遇之事，亦都

讀經：林前10：1-13

得著永遠的目的和意義！已得了旅行目的地的人，既使偶爾生活過得懶散

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每一次要強調時，保羅常用的語氣），

些，但其腳步總是朝著正確的方向，總有一日會達到目的地；甚至有時誤入

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雲柱火柱，即以馬內利神的引導），都從海中經

歧途，但是他總是知道自己的錯，應該往哪裏走。反觀那些尙未得著終極目

過（過紅海），10：2 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歸了神、天國、以色

的地之人，越熱心認真走路反而越偏離正路，等他發現到走錯時，要恢復正

列），10：3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嗎哪，即生命的糧食，神的話），10：

路則需更費時費力！

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活水，即聖靈的感動、恩膏、賞賜），所喝的是出
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聖靈是見證基督的）。10：5 但他

默默觀察可得：有些人，在他們一生中，是天天只蒐集寶石，他們所去、

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10：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

所遇、所想、所講、所做的，皆與其永遠的生命和基業有密切關係！他們做

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10：7 也不要拜偶像，像

凡事，都是為討主喜悅、為祝福人而做，無論遇到何事何況，都善用於自己

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喫喝，起來玩耍」（出卅二章，拜

生命的成聖（榮美化），轉化為榮神、益人、建國。雖然他們人生目的不在

牛犢）。10：8 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

於「平安無事」，但是日子就在平安、喜樂、感恩、讚美裏進行；雖然他們

千人（民25：1-9，以色列人住在什亭時，男丁們與摩押女子行淫亂，並拜

不追求「成就大事」，但是許多「愛神、愛國、愛民」的寶貝生命，以他們

摩押神「巴力毗珥」）。10：9 也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

為中心相聚，興起永遠的大事！當他們離世時，是極喜樂又有盼望，留下美

所滅（民21：4-6，他們厭倦曠野生活，懷疑神的應許）。10：10 你們也不

好的見證，一生所留下的事工和果子，也世世代代益發興旺，特別其一生所

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民十四章，因十個探子的

愛所祝福的兒女、後代與門徒中，會出現許多歷史性的偉大人物來，我們可

惡報，以色列人埋怨神，埋怨摩西；民十六章，可拉和二百五十個長老們向

摩西、亞倫的領導權挑戰）。10：11 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

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10：12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自

不渴。」〈約6：35〉，「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

認為沒有問題，不飢渴學習主、倚靠主），須要謹愼，免得跌倒。10：13 你

面」〈約6：56〉，「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

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

河來」〈約7：38〉。

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2）凡出埃及的以色列民，都往著迦南地行進，他們在曠野上每一步信心的
腳步，就決定他們在那流奶與蜜之地要得的基業！

1. 我們的祖宗，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即聖民的天路

整個天地（靈界和世界）萬物、從亙古到永遠、地上的歷史，都是為選
民而存在！他們整體共有一個永遠的基業，但各人、各家庭、各宗族、各支

歷程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
經過，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也都喝了一
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10：1-4〉

派，亦各有各的基業！
神對以色列的終極目標，並不在「迦南地本身」，乃在於藉著他們「生
出耶穌基督，差派十二使徒，祝福列邦、萬民、全世界、直到地極」！
今日亦同，凡已重生（出埃及）之聖民，都往著天國（迦南地）而行，
他們在地上的目的，並不在於「平安無事、凡事興盛、長壽成功」，乃在於

1）以色列，是蒙神揀選的族類，神與他們同在，並且引導、保護、供應、
成就他們！
每天神蹟異能都跟隨他們：出埃及的神蹟、過紅海的神蹟、在雲柱火柱

「個人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地區福音化、世界福音化」，他們的每個條件、
關係、時光、凡事，都是為著這終極目標而存在！他們的每步信心的腳步，
就決定他們和後裔永遠的基業。

的帶領之下過曠野的神蹟、每天喫喝從天而來神聖的食物（嗎哪）和活水（由
沙漠的磐石所出），因此他們所到達之地，有「曠野開道路，沙漠開江河」
的神蹟，列邦萬族都注視他們的行程，這是何等壯觀之事！
今日的聖民我們也是一樣！在靈裏都已經歷了「出埃及」（重生，與世

3）在曠野旅程裏，許多挑戰、苦難、試驗等候著出埃及的以色列民，因為
當他們征服迦南地時，需要藉助在曠野所獲經得起考驗的信心，也需要得勝
的見證！

界分別為聖），「過紅海」（受洗，與基督同死同復活），藉著耶穌基督（靈

聖徒地上的日子，是滿有「挑戰、試探、試煉、爭戰」的時光，因為仇

磐石）道成肉身、死而復活、寶座掌權的大功，神的話（靈食）、聖靈（靈

敵四面圍繞他們了。世界的王（法老，即撒但、空中掌權者），藉著世人的

水），時常像雲柱火柱與以色列同在般的，與我們同在，引導、保護、供應、

目的、宗敎、風俗、方法，天天試探或逼迫他們！但是沒有一個苦難，是未

成就， 我們飢渴慕義的生命時常尋找屬靈嗎哪（神的話，靈食）而吃，渴

通過神的許可而來的，在各樣挑戰、苦難中，隱藏著神所安排永遠美好的計

慕屬靈活水（聖靈，靈水）而喝！

劃和福份。在任何情況裏，聖民只要願意呼求主的名，察驗主的美意而順從，

便能很快看見主的幫助與得勝向其顯明，因為雲柱、火柱正在引導聖民，天
使天軍按神的美意來保護、成全聖民！

如何除去心靈裏一切的偶像，趕出偶像所帶來一切的試探、困擾？人生

主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羅8：28〉，「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
信實的，必不叫

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

不但不能得著所求的，反而因其一輩子受到攪擾，不能享受神一切的豐盛。

目標不要放在「平安無事或成就大事」上，乃要「以神為終身的目標（學習
基督、恢復基督、活出基督、見證基督）」。

們開

遇到問題時，不要難過或避開，應在那問題裏尋找主的美意，當作學習、

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

活出、見證基督的好機會，則不但問題立刻得著解決，也因那問題得著恩賜

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

和賞賜！例如保羅決斷了「以認識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之後，能在凡事上得

關鍵就在於「你的生命有沒有眼光、系統，能察驗到神的美意」；「你

了秘訣，而成為能祝福全世界和整個歷史的主人公！

喜不喜愛時常與主交通，聽見神的美意，看見雲柱火柱的帶領」；「你願不
願意繼續參與以色列民基督精兵的隊伍，而跟從主」。

2）不能不行姦淫，即不能使心靈（聖靈）管轄肉身，無法勝過肉體的慾望：
「我們也不要行姦淫，像他們有人行的，一天就倒斃了二萬三千人」
〈10：8〉，此即民數記廿五章一至九節的事件，以色列人住在什亭時，男

2.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

丁們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並拜摩押神「巴力毗珥」。當日二萬三千人罹患
瘟疫而亡。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鑑戒，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
叫我們不要貪戀惡事，像他們那樣貪戀的」〈10：5-11〉沒有異象（目標）
而不能享受以馬內利的信徒，則在曠野路上，必遇到令其跌倒的事！

生命沒有終極目標而不能看見神的引導之人，無法勝過肉體的情慾、世
界的引誘。
行淫會帶來身體疾病、破壞夫婦關係、並影響後代。
不要努力「不犯姦淫的罪」
，而要建立「能受聖靈引導的生命生活系統」
，

1）不能不拜偶像，即不能使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卻尋求如何達成自我目標：
「不要拜偶像，像他們有人拜的，如經上所記，『百姓坐下喫喝，起來
玩耍。』」〈10：7〉，這出自出埃及記卅二章拜牛犢的事件，當日三千人
滅亡。
尙未得神所創造、呼召的終極目的，而不能享受神所預備一切屬天福份

使我生命成為基督的身體，聖靈所住的聖殿，若能恢復如此聖潔的生命，我
所想的、所講的、所做的，都自動成為聖潔，連娛樂活動、休息睡眠，也都
成為聖潔。
在創世記卅九章約瑟倚靠聖靈，勝過女主人的引誘，而保守自己的聖潔
之後，蒙受了主所賜時代性的祝福！

之人的生命裏，不可能沒有偶像。聖民心靈裏，有各種偶像（呼求耶和華之
名，呼求耶穌基督之名的目的不純正）財物、成功、名利、健康、長壽、兒
女…等。所求的一輩子成為魔鬼邪靈試探的通道〈創三章，太4：1-11〉，

3）不能不試探主，即看輕主的敎導、疑惑主的應許、試驗主的忍耐：
「也不要試探主，像他們有人試探的，就被蛇所滅」〈10：9〉，此即

民數記廿一章四至六節的事件，他們厭倦曠野生活，懷疑神的應許。
在不能看見神的引導、保護、供應、成就之屬靈狀態裏，無可避免地會
試探主！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10：10〉，
此即民數記十四章的事件，因十個探子所回報的惡信，以色列人埋怨神、埋
怨摩西，因此他們不得不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直到倒斃曠野。另一處則是在

得著完全的信心之前，不能進入迦南地，無法打破耶利哥、艾、希伯崙

民數記十六章，可拉和二百五十個長老們向摩西、亞倫的領導權挑戰的事件。

堅固的城，無法征服迦南地的7族31王-- 無信心的烏合之衆，反而帶來更多

魔鬼撒但對聖民「最高級」的攻擊，就是將「不滿、埋怨」放在聖民的

紛亂、減少力量！
必要得著完全的信心：
① 信心並非內在的功力、勇氣、膽量（按著自我動機，迷信、盲信，其
實都是不信）。
② 信心是「按認識主之程度，所想、所講、所做的」
！認識主的名（位
格）
，認識實際情況，按實際情況而信的。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羅以
Jehovah-Roi）
〈詩 23：1〉；耶和華是與我同在的（沙瑪 Jehovah-Shammah）
〈結 48：35〉
；耶和華是為我預備的（以勒 Jehovah-Jireh）
〈創 22：13-14〉；
耶和華是醫治我的（拉法 Jehovah-Ropheka）〈出 15：26〉
；耶和華是我得勝
的旌旗（尼西 Johovahnissi）〈出 17：15〉
；耶和華是賜我平安的（沙龍
Jehovah-Shalom）
〈士 6：24〉
；耶和華是使我稱義的（齊根努 Jehovah-Zidkenu）

心靈裏，使他們失去神一切豐盛的恩典。埋怨的心靈，是已經看不見「時常
同在、引導、賜福、成就的神」，身在福中不知福，因此不但不能享受自己
身上的恩典和祝福，卻已被困在「自己心靈埋怨的那種世界裏」了。日積月
累下來，魔鬼偸竊、毁壞、殺害的作為，一步步上身，其後來的光景會越來
越糟糕！許多使命者，被宏大異象牽引，認真事奉的路上，因心裏著急，很
容易「對神、對人、對己發出怨言」。
所以要時常警覺「是否有些不滿、埋怨、不順從出現在心裏」，必要保
守「知足、感恩、喜樂的心」！
單單以認識、享受、事奉神為終極目標，以神所安排的視為對我最好的

〈耶 23：6〉
；耶和華是使我成聖的（麥加底西肯 Jehovah-Mekaddishken）
〈出

（神的意念遠超過我的意念），也要虛心、謙卑、順從的心，對神、對自己、

31：13〉
；耶和華是萬王之王（撒巴俄 Jehovah-Sabbaoth）〈撒上 1：3〉
；耶

對人時，才能隨時喜樂、凡事謝恩。

和華是至高的（至高神 Jehovah-Elyon）
〈詩 7：17〉
；耶和華是全能者（全能
神 El Shaddai）〈創 17：1〉…等。
③ 因此，飢渴慕義，聽道知道，是得信心的基礎與開始〈羅10：16〉。
④ 建過聖殿（所信的整體內容和系統）所帶來的信心，才能使人得著「凡
事上的全備信心」。

在尙未走過曠野之前，要先明白「出埃及、過紅海」的屬靈意義，也要
在基督裏得著生命的目標、內容、方法來建立會幕，每天以祭壇、肢體、事
奉為中心生活的人，才能看見雲柱、火柱，享受每天凡事上神的同在、帶領、
保護、供應、成就。

⑤ 經得起考驗，有根有基的信心。
所信的都在應許的基礎上，有過去成就的根基，有未來的展望，有今日
的進行。當信心達到某種程度時，就算要懷疑也不能！

3. 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愼，免得跌倒。你們所遇見的試探，

4）不能不發怨言，即不能看見主的同在、引導、成就，卻時常不安、懼怕、
灰心、埋怨：

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

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10：12-13〉

叫你終久享福。」〈申8：15-16〉；「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
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

1）真正的危機並非「在苦難中」，乃是「自己以為站立得穩時」！
自認沒有問題、不虛心、不哀慟、不飢渴的時刻，此實乃處於已受仇敵
嚴重攻擊的狀態，明顯的跌倒和管敎是此種生命所帶來必然的結果。

2）「蒙愛的兒女」所受的苦難，必帶來永遠無限的祝福！
神為他的兒女們所預備的福份，是世人未曾看見、聽見、想過的永遠無

們，賜力量給你們！」〈彼前5：10〉；「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
中，都要一位大喜樂。因為你們直到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
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1：2-3〉。

3）「蒙愛的兒女」所遇的苦難，絶非過於所能受的！
沒有一個聖徒所遭遇的苦難，是未經過神的許可而臨到的〈約伯記1-2

限的，也是先得著靈眼和信心後才能享受的，因為那福份是得著謙卑、信靠、

章〉，並且是按著兒女生命成長的程度而來，已勝過一個苦難後，那苦難便

交託的心靈才能尋見、聽見的。若於尙未成為蒙恩的器皿前，便賜其凡事亨

不再成為難關，所以同一種苦難不會再來。但是若避開或通不過那苦難，則

通，則沒有一人不會跌倒。

可能繼續成為試煉。

叫神的兒女們很快恢復飢渴慕義的心學習神的話，認真參加屬靈聚會，
喜愛禱告的秘訣很簡單，即給他們苦難，就很快看見他們的變化。
聖民每次經過苦難後，就能看見父神所預備七倍的福份！

4）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即在苦
難之中，必要看見「主加倍地幫助我」！

例如四福音中的浪子，回頭後，父親給他穿尊貴的衣服、戴戒子、為他

主已經為我們做了最完美的榜樣，也勝了一切的問題。「你們當以基督

舉辦大宴會。父親的喜樂，不但是兒子回來了，父親更知道他不會再離家出

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

走，也知道所愛的兒子經歷苦難後得了堅固的生命！

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旣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蒙恩的名作家C.S. Louis 曾說：「苦難為何來臨？因為人還未遭遇苦難之

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

前，則對時常說話的神的聲音沒有關心！苦難，就是傳達神的聲音的擴聲

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

器！」

不口稱耶蘇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2：5-11〉；「他雖然為兒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試
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

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旣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
永遠得救的根源。」〈來5：8-9〉。

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喫，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

例如大衛王在苦難中看見主加倍的安慰、恩膏、使用：「我雖然行過死

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8：2-3〉；「引你經過那大而可畏的曠

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

野，那裡有火蛇、蠍子、乾旱無水之地，他曾為難使水從堅硬的磐石中流出

人面前，你為我擺設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詩23：

來，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

4-5〉。

賜給你喫，是要苦煉你，試驗你，

2）但他們中間，多半是神不喜歡的人，所以在曠野倒斃！我已淸楚看見：
5）要深信，目前所遇的問題，或使我最迫切禱告的內容裏，有神所預備的
冠冕和賞賜！
必要經過三個程序而得著：① 確認喜愛主，順從主的心；② 檢討自己

凡沒有異象而不能享受以馬內利的生命，都必不能不「拜偶像、行姦淫、試
探神、埋怨神」的理由麽？察驗：在我的生命和生活裏，有否貪戀那種惡事
的地方？應該如何「建殿（定見）、獻祭（禱告）、凡事上跟從主」呢？

的生命（是否有仇敵攻擊的把柄），而得潔淨；③ 察驗神的美意、計劃（精
鍊、恩膏），而保持神在基督耶穌裏所賜平安、喜樂、感謝、盼望的心；④
一步一步跟著主的帶領，必將看見神所賜超過所想所求的賞賜！

3）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我的心靈，正在維持著
「虛心、哀慟、飢渴慕義、愛神、愛人、愛國」的蒙恩狀態麽？我今日蒙恩
的生命，是經過哪些苦難而得的呢？在目前所經歷的苦難中，我有何「藉此
苦難將要蒙受祝福」的盼望？有否看見「主用他的杖和竿引導我，用他的油

結語：
親愛的主，祢就是我唯一的異象！我的一生不再求「平安無事」或「成
就大事」，我終身的盼望不在於「學習祢、活出祢、傳揚祢」以外！但願我
剩下的日子，都被這惟一的異象牽引著進行！感謝祢，天天為我預備適當的
挑戰和苦難，使我生命越來越純淨；讚美祢，用祢的杖和竿引導我，用祢的
油膏抹我，用祢的恩愛差遣我！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09.08.16~）
1）我們的祖宗，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我的生命生活是「被異象
牽引」而運作的麽？我的終身目標、異象是甚麽？我生命的終極目標不在「平
安無事」或「成就大事」，乃在於「學習基督、恢復基督、傳揚基督」麽？
已得了：不怕「苦難」，而隨時能享受主的引導、供應、成就的秘訣了麽？

膏抹我，用他的恩愛差派我」？

